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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至尊宝”“紫霞仙子”

成都玉林特色街区
“手绘墙”成“网红打卡地”

“爱转角”特色街区
邂逅“至尊宝”“紫霞仙子”

“爱转角”，爱情故事肯定少不
了。

玉林上横巷附近的转角处，是
电影《前任3》的结局拍摄地之一。
林佳和孟云的过往，被一帧帧定格
在了玉林四巷的墙壁上。绘制在墙
面上的，还有《大话西游》里的“至尊
宝”和“紫霞仙子”的爱情故事。一
根笔直高耸的金箍棒立在地面上，
敲出了一道道裂痕，“至尊宝”紧闭
着双眼，愁眉紧锁。另一边，“紫霞
仙子”双眼痴痴地看着远方。

走在静谧的巷子里，抬眼望去，
脑海中难免会自动响起这样的旋
律：从前现在过去了再不来，红红落
叶长埋尘土内，开始终结总是没变
改，天边的你飘泊白云外……

“打造‘爱转角’特色街区，希望
每一个来玉林街道走一走的人，都
能在转角遇到爱。”玉林街道相关负
责人介绍，特色街区的打造通过墙
绘元素、装置小景等，把文化创意、
深度体验和生活美学，融入各个街
区、巷弄、院落，将居民的日常生活
环境打造为独具特色的文化和生活
场景。

深入推进“花开玉林”
77条街巷实现“玉林花开”

作为成都开发最早的片区，在
老成都人记忆中，早在上世纪80年
代，玉林街道就曾因基础设施健全、
配套服务完善被认为最能代表成都

“洋气”的一面。但随着时间流逝，

“老房老院子、小街小巷子、沿街一
溜小铺子”，成为街巷现在的“写
照”。77条街巷，有三分之二的街巷
属于背街小巷。

如何改造？去年，玉林街道启
动了“花开玉林”特色治理工程，老
巷子开始逐渐蝶变升级。而“爱转
角”的手绘墙，正是“花开玉林”打造
的结果。每一条街区的墙绘都有一
个特色主题，比如玉林街上的芙蓉
花主题，墙上不仅有芙蓉花，还有著
名国学家张昌余书写的《芙蓉赋》。

据了解，玉林街道正在以“花开
玉林”为抓手，深入推进背街小巷环
境综合整治，加快建设高品质和谐
宜居生活社区，实现“城市有变化、
市民有感受、社会有认同”。

“花开玉林”一期完成了“五横
七纵”12条街巷的整治，二期“3广
场22街巷49院落”正在深入推进，
三期将推动华西坝和玉林片区城市
更新。目前，青春岛小广场、倪家桥
广场已完成打造，玉洁园广场、玉通
巷、玉林六巷等街巷广场整治正有
序推进。

同时，结合“花开玉林”，协调布
局街区景观，将街巷特色与文化特
质有机结合，结合玉林街连着老院
子、串着小铺子等特点，通过雕塑小
景、装置艺术唤醒城市记忆、传承天
府文化，打造老成都特色生活街区。

“我们希望通过这些方式，推进
背街小巷微更新、微治理，细节处彰
显玉林生活美学，为居民提供多元
宜人、愉悦舒适的生活空间。”玉林
街道相关负责人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谢燃岸

继“玉林路”“小酒馆”之后，成都
武侯区玉林街道又有一条巷子火
了。玉林四巷，新晋“网红打卡

地”。
6月10日中午，不长的巷子里，来打

卡拍照的游客络绎不绝，人群中不时传
出年轻姑娘的惊叹声：“哇，青蛙王子的
眼睛居然是一对烟囱！看到没，上面！”

“那是《这个杀手不太冷》的 Leon 和
Mathilda。快快快，我要合照！”

除了这些，玉林四巷的墙上，还能看
到吃蛋烘糕的小黄人、“美女与野兽”、

“疯狂动物城”、“小猪佩奇”……
“那些大家所熟悉的，喜欢的，与‘爱’

有关的，我们将它们挑选出来绘制在了墙
上。”武侯区玉林街道相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这条小街目前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叫

“爱转角”特色生活街区。
这是玉林街道“花开玉林”特色治理

工程的成果展现。玉林街道正深入推进
背街小巷环境综合整治，加快建设高品
质和谐宜居生活社区，力图细节处彰显
玉林生活美学，为居民提供多元宜人、愉
悦舒适的生活空间。

玉林四巷墙上的“至尊宝”。 “紫霞仙子”。

“青蛙王子”。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柳锋 见习
记者 韩雨霁）“感谢费”、拜年红包、名
牌香烟……利用职务之便，6年来陈某
某收了不少好处，“关照了”不少人，最
后也把自己也“关照”上了法庭。近
日，记者了解到，陈某某因犯受贿罪，
被四川省武胜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
年零四个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
万元。

陈某某，原是武胜县住房和城乡规
划建设局的工作人员。2013到 2015
年间，他在武胜县市政建设园林所分
管城市建设。别看他的工作听着没什
么特别，但在一些“老板”的眼里，却异
常“抢手”，因为只要陈某某说句话，工
程、审核都不在话下。

就拿市政零星工程来说，一般情
况下，市政零星工程不需要招投标，全
由负责人决定相关事宜，而陈某某作
为市政零星工程的现场管理负责人，
可以直接给任意施工方来完成；再比
如在相关工程走到的需要审核把关的
关口时，陈某某作为决算审核的负责
人，又可以在此过程中给予“关照”。
就这样，陈某某帮李某得到了市政工
程的相关项目，在某排洪拱涵延伸段

工程中给了陈某“关照”，为负责某段
道路施工的老板提供了便利……相对
应的，陈某某也得到了各种形式的“回
馈”，比如拜年红包、名牌香烟、感谢费
等等。

根据相关数据显示，2009年初至
2015年间，陈某某在住房和城乡规划
建设局工作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收受李某1、谭某、李某2、陈某等人现
金贿赂共计15.9万元，涉案款达人民
币20万元。

最终，陈某某的受贿行为被发现。
2017年6月8日，陈某某在武胜县住房
和城乡规划建设局接受调查，并于
2018年1月4日，被武胜县人民检察院
以受贿罪向四川省武胜县人民法院提
起公诉。

经武胜县人民法院审理查明，认为
陈某某犯受贿罪的罪名成立，其行为
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
八十五条之规定。考虑到其到案后如
实供述犯罪事实，具有自首情节，因此
可以从轻处罚或者减轻处罚。最终，
陈某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四个
月，缓刑二年，并处罚金20万元，所获
赃款人民币15.9万元，上缴国库。

有真才实学
宁缺毋滥

据悉，今年西南交大自主招生总
计划为260名，分为A类茅以升学院
相关专业；B类普通理科（除建筑学
和建筑类外）；C类建筑学和建筑类；
D类文科专业，以及E类中外合作办
学相关专业。

“各个学院命制的考题，无一不
指向对学生创新能力、应变能力、心
理素质。同时，我们也注重对初审材
料原创内容的进一步挖掘。”西南交
通大学招生就业处副处长何安涛介
绍，在自主招生考试前，学院会提前
组织所有面试专家培训，规范评分纪
律和流程。此外，不同专业还将由
学院统一制定面试评分标准加以规
范，让专家打分有据可循；在学院
间，为避免个别学院整体分值偏高
或偏低，影响考试录取，各面试组的
分数都将通过加权公式平衡，因此
考生的自主招生总分为笔试成绩与
当量面试成绩之和。

四川大学的自主招生计划分为
学科特长计划，双特生，国家试点学
院和网络安全卓越人才计划，报考不
同类型能够获得的录取优惠政策有
所差别。以学科特长生计划为例，考
试合格的学生就能够享受川大提档
线下20分以内的优惠，如果拥有五
大奥赛并获得了省赛区一等奖，全国
决赛铜奖及以上的学生，则可以在当
地一本线录取。而被认定为“出类拔
萃”的双特生，则可以在当下一本线
下30分被录取。

据四川大学招就处负责人介绍，
对于自主招生，学校将本着“宁缺毋
滥”的原则，公平公开公正地选拔优
秀人才。如果专家现场一致认定某
一名学生“出类拔萃”，须报学校招生
领导小组最后审议方才通过。“这样
的人才可遇而不可求，必须是有特殊
才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大学自主
招生考试今年首次启用“网络安全
卓越人才计划”，“这个项目是响应
国家的需要，招收在网络安全方面
有特殊才能的学生，比如对付网络
攻击，保护网络安全等。”该负责人
表示，如果被认定为网络安全方面

“出类拔萃”的学生，学校可以直接
向教育部申请破格录取，没有高考
分数的限制。

被“网络安全卓越人才计划”所
录取的学生将进入川大网络空间安
全学院学习。

为了保证考试的公开公平公正，
专家现场随机分组，实行独立打分。
而且考场内实时录音录像，以保证没
有任何“开后门”的空间，而且凡是有
直系亲属要参与自主招生考试的，相
关专家不能参与出题以及面试。此
外，写了专家推荐信的专家，也不能
参加自主招生。

从6月10日开始，省内四川大学，西南交大等高校陆续开始自主招生考试。
尽管7、8日的全国统考已经落下帷幕，但是对于很多要参加自主招生的学生来说，高考还在继续。据了解，此番自主招生考试的竞争非常激烈，以四川大学为例，报
名5970人，通过了首轮资格审查进入自主招生考试环节的只有3100多人，而最终能够通过享受自主招生优惠政策被录取的不超过460人。值得一提的是，四川
大学今年首次开启了“网络安全人才卓越计划”，如果被认定为“出类拔萃”的考生，学校可以向教育部申请破格录取，而且没有高考分数的限制。
据介绍，西南交大今年自主招生的计划也只有260人，这两所学校的自主招生录取情况都将于6月22日之前面向社会公示。

高 校 自 主 招 生 开 始 了高 校 自 主 招 生 开 始 了

四川大学今年自
主 招 生 人 数 不 超 过
460人，西南交大今年
计划也只有260人，这
两所学校的自主招生
录取情况都将于6月22
日之前面向社会公示。

西南交大自主招生现场，家长们
在烈日下焦急等待。

收人好处 关照项目
武胜县城乡规划局职员

受贿20万被判刑

可破格录取 不受高考分数限制

考题五花八门
很接地气

学校自主招生考了些啥，或是众
多学子最为好奇的问题。在现场，华
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随机采访了
数位应考的考生，总体感觉考试题五

花八门，但相较于标准化考试，要灵活
得多，也更为接地气。

“你认为人工智能会替代律师
吗？”来自山东的赵同学报考了西南交
大法学专业。在了解她提交的初审材
料后，考官一对一向她提出了这个问
题，让她觉得“挺有趣”。“我当然认为
不能替代律师。就目前的人工智能技
术而言，对于案件的侦破还缺少变
通。人类利用主观能动性，能让法律
不再是冰冷的条款，而真正服务于我
们的生活。”

来自田家炳中学的陈姓考生，报
考的是交通运输专业。“老师询问了我
的出行方式，还让我阐述成都地铁发

展。”她告诉记者，提问更多是从初审
材料出发。比如她提交了大量社会活
动材料，考官便主要围绕这部分进行
提问。“感觉西南交大的自主招生考
试，更注重从综合能力出发来挑选人
才。”

“自主招生复试题比高考灵活很
多，特别接地气。”来自山东、报考新闻
学的一位女生回忆，上午的语文笔试
中，有一篇阅读主题是“如何规范使用
标点符号”，打乱了文章顺序要求考生
排序，而作文题则是一篇关于“大学生
玩手机游戏”的材料作文。

除了一对一提问之外，据报考电
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的考生介绍，考试
形式还有无领导小组讨论（意指自由
讨论），针对“海南发布燃油车限购令，
同时补贴新能源汽车”谈看法；围绕

“青藏铁路电气化，如何解决供电问
题”探讨解决方案……来自河北省保
定市的王同学认为，只要平时了解过
相关新闻，都有话可说。但答题要出
众，还需要提前了解相关专业知识，

“难度不小”。
在四川大学的自主招生考场外，

很多考试结束的学生余兴未尽，讨论
面试试题。一名报考英语专业的学生
说，她抽到的题目是——据统计，31％
的中国人出国要带方便面，58%的人
会在目的地购买方便面。问：方便面
是不是中国人出国游的必备？该考生
认为，这样的面试题，让人兴趣怏然，
自由度很高。

对此，四川大学一位教师表示，自
主招生考试题目都非常开放，不会给学
生设定某一个标准答案，只要学生的回
答有观点，有逻辑就可以。所以重点是
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回答问题的
能力和表达能力。从考题的情况来看，
很多题目都涉及时事，因此要参加自主
招生考试的学生关注时事是备考“标
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晓蓓李寰 摄影报道

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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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学自主招生考场。

川大首招“网络安全卓越人才”


